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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精神分裂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卫公 1 、 翁深宏 2 、 帅　维 3 、 刘　帆 3 、 刘　秀 3 、 陈　权 3

 【摘要】目的　探讨慢性精神分裂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医院 138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有无并发诱导性心

血管事件分为心血管事件组（59 例）和无心血管事件组（79 例），分析两组临床资料的差异，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心血管事件组吸烟史、新型抗精神病药物的所占比例高于无心血管事件组

（P< 0.05）；BMI、FPG、FINS、TC、TG、LDL-C、HDL-C 高于无心血管事件（P< 0.05），载脂蛋白

A 低于无心血管事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吸烟史、BMI、FPG、

TC、HDL-C、抗精神病药物与慢性精神分裂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结论　吸烟史、BMI、

FPG、TC、抗精神病药物是慢性精神分裂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高 HDL-C 为保护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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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iga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duced by chronic schizophrenia an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CHEN Weigong，WENG Shenhong，SHUAI Wei，et al.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Huangmei，Huanggang 
43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duced by chronic schizophrenia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was carried out in 138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6，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ardiovascular events group（59 cases）

and no cardiovascular events group（79 cases）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had induced cardiovascular events，differenc-

es in clinical data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Results　Proportion of 

smoking history，new type antipsychotic drugs in cardiovascular event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no cardiovascular events 

group significantly（P<0.05）；BMI，FPG，FINS，TC，TG，LDL-C，HDL-C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no cardiovascular events group significantly（P<0.05），apolipoprotein A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no cardiovascular 

events group（P<0.05）；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moking history，BMI，FPG，TC，HDL-C，an-

tipsychotic drug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chronic schizophrenia-induced cardiovascular events. Conclusion　Smoking 

history，BMI，FPG，TC，antipsychotic drugs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hronic schizophrenia-induced cardio-

vascular events，high HDL-C isa protectiv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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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种病因尚未完

全明确的精神疾病，其中慢性精神分裂症以阴性症

状为主，表现为思维贫乏、情感淡漠、意志活动明

显缺乏等。抗精神病药物是临床治疗本病的有效手

段，尤其是新型抗精神病药物的应用，在疾病治疗

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心血管事件是由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等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粥样硬化斑块等

导致的一系列心血管疾病，是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较为常见的伴随症状，也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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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报道，合并心血管事件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死亡风险是正常人的 2 倍以上［1］。研究报道，抗

精神药物存在一定不良反应，对心血管及心脏方面

有负面作用［2］。还有学者发现，精神病患者合并糖

脂代谢紊乱、肥胖、吸烟史、饮酒史的几率较高，

这会增加心绞痛、心肌梗死、冠脉粥样化病变等心

血管事件发生风险［3］，但关于慢性精神分裂症诱导

性心血管事件影响因素系统评价的报道较少。对此，

本研究对 138 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例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了解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

为临床早期干预提供资料，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心血管事件组：为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医

院经我院精神科确诊的慢性精神分裂的

住院患者。入组标准：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

手册（DSM-5）［4］中拟定的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智力正常；入院前心肌酶、心电图正常；无攻击行为

和自杀倾向；病例资料完整。且患者在回访 6 个月内

出现了包括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扩张性心肌疾病

等心血管问题，共入组患者 59 例，其中男性 34 例，

女性 25 例，平均年龄（43.26±3.68）岁。本研究组

患者中心血管事件具体表现为 5 例心肌梗死，10 例

心律失常，1 例心肌炎，8 例 QT 间期延长，2 例扩张

性心肌疾病，6 例房颤，5 例心绞痛发作，2 慢性心

力衰竭，5 例冠心病，15 例高血压病。

无心血管事件组：为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医院经我院精神科确诊的慢性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

入组标准：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4］

中拟定的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智力正常；入院

前心肌酶、心电图正常；无攻击行为和自杀倾向；病

例资料完整。且患者在回访 6 个月内无心血管事件

（包括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扩张性心肌疾病等）的

情况发生，共入组患者 79 例，男性 47 例，女性 32
例，平均年龄（43.05±3.25）岁。

 排除标准：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及家

族病史等，确诊为慢性精神分裂症前已存在心血管

疾病；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

统疾病；存在其他精神障碍性疾病，如：痴呆、抑郁

症等；精神活性药物滥用史；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1.2　方法

临床资料收集：查阅住院及门诊病例，了解患

者入组前的躯体状况，自制调查问卷量表收集基本

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抗精神病药物用药情况（经

典抗精神病药物：丁二酸洛沙平、氯丙嗪、舒必利、

氟哌啶醇、奋乃静等；新型抗精神病药物：阿立哌唑、

利培酮、齐拉西酮、奥氮平、帕利哌酮等）、生活习

惯（吸烟、饮酒）等，并测定血压、身高、体重、腰

围，计算身体质量指数（BMI），BMI= 体重 / 身高 2。

实验室检查：所有研究对象均行空腹静脉采血

6mL，采用酶比色法测定空腹血糖（FPG），仪器为

Oympus AU-400 全自动生化仪，试剂由购自北京康

泰临床试剂公司提供；采用夹心免疫法测定血浆胰

岛素（FINS），仪器为 ADVIL Centaur 全自动分析仪，

试剂由 Siemens Healthcare Diagnostics Inc 公司提供；

免疫投射比浊法测定载脂蛋白 A、载脂蛋白 B，仪器

为 Oympus AU-400 全自动生化仪，试剂由四川迈克

生（Maker）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并测定总胆

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采用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单因素结果中有相关性

的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0.05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慢性精神分裂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单因

素分析

两组性别、年龄、饮酒史、载脂蛋白 B 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P>0.05）；心血管事件组吸烟史的几率

高于无心血管事件组，新型抗精神病药物所占比例

低于无心血管事件组（P<0.05）；BMI、FPG、FINS、

TC、TG、LDL-C 高于无心血管事件，载脂蛋白 A、

HDL-C 低于无心血管事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 . 2　慢性精神分类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上述有统计学意义项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

中，以有无诱导性心血管事件作为因变量，以上述

有统计学意义项作为自变量并赋值，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吸烟史、BMI、FPG、TC、抗精神病药物是

慢性精神分裂症合并血管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高

HDL-C 为保护因素，见表 2。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不明确，既往研究认为可

能是个体易感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临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3 期- 442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床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几乎都伴随心血管疾

病风险，如：糖脂代谢异常、吸烟、肥胖等，会增加

诱导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率［5］。近年来，精神分裂症

诱导性心血管疾病已引起心脏病专家和神经病专家

的广泛关注。

本研究中显示心血管事件组血糖、血脂、体重

水平与无心血管事件组存在明显差异（P<0.05），且

Logistic 回归显示 BMI、FPG、TC 属于精神分裂症诱

导性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高 HDL-C 为保护

因素，说明糖脂代谢紊乱是精神分裂症诱导性心血

管事件的重要危险因素。据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

出现糖脂代谢紊乱的几率为 40％～60％，是正常的

人的 2 倍左右［6］；推测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疾病以阴

性症状为主，自我监控摄食的能力差；②抗精神病药

物副作用。肥胖、高糖、高血脂是糖脂代谢紊乱的

主要表现，易致血管受损，刺激炎性因子释放；BMI

增大；影响血液流变学，增加血液粘稠度，导致动脉

血管粥样硬化，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病率。赵连成等［7］

指出，BMI 增高人群中，BMI 每上升 3kg/m2，女性

和男性 4 年内出现高血压的危险度会增加 50％左右，

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研究报道，血脂异常

是血管病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8］。因此，临床应

重视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血脂、BMI 的动

态监测，重视饮食干预、运动指导、药物指导等，

预防糖脂代谢紊乱，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抗精神病药物是慢性精神

分裂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抗精神

病药物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手段，可控制或延

缓病情。精神分裂症患者需长期服药治疗，但无论

是第一代抗精神分裂症药物，还是第二代、第三代

表1　慢性精神分类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单因素分析

观察指标 心血管事件组（n =59） 无心血管事件组（n =79） χ2/t P

性别（男/女） 34/25 47/32 0.049 0.826

年龄（岁） 43.26±3.68 43.05±3.25 0.355 0.723

吸烟史（例） 24（40.68） 16（20.25） 6.845 0.009

饮酒史（例） 14（23.73） 19（24.05） 0.002 0.965

高血压（例） 29（49.15） 23（29.11） 4.776 0.016

BMI（kg/m2） 26.95±2.17 24.10±1.05 10.193 0.000

FPG（mmol/L） 8.52±3.16 5.26±1.05 8.570 0.000

FINS（mIU/L） 8.49±1.29 6.01±1.03 12.554 0.000

载脂蛋白A（g/L） 1.19±0.36 1.52±0.51 4.242 0.000

载脂蛋白B（g/L） 0.65±0.13 0.71±0.63 1.575 0.118

血脂

TC（mmol/L） 5.33±1.96 3.21±1.82 6.550 0.000

TG（mmol/L） 2.07±1.24 1.46±0.97 3.242 0.002

LDL-C（mmol/L） 3.94±1.69 2.23±1.04 7.330 0.000

HDL-C（mmol/L） 0.73±0.42 1.25±0.54 6.296 0.000

抗精神病药物

传统（单用） 30（50.84） 32（40.50）
8.744 0.013

新型（单用） 22（37.29） 39（49.37）

传统+新型 7（11.86） 27（34.17）

表2　慢性精神分类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Wald值 P 值 OR 95％CI

吸烟史 0.051 7.432 0.015 3.610 1.426～3.842

BMI 0.949 6.817 0.024 1.704 1.158～2.214

FPG 1.027 11.234 0.000 1.242 1.021～1.594

TC 0.642 6.342 0.021 3.815 2.485～4.264

HDL-C -0.845 4.264 0.031 2.197 1.425～3.041

抗精神病药物 0.758 8.569 0.008 1.264 0.597～1.838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3 期 - 443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精神分裂症药物均存在不良用药反应，如：体重增

加、血脂异常、糖尿病等，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王宝梅等［9］研究发现，抗精神

药物是影响住院精神病患者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重要

危险因素之一。Graham 等［10］一项研究指出，抗精神

药物会增加心脏猝死风险，用药剂量越高，猝死风

险越大。因此，临床因合理选择抗精神病药物，监

测药物不良反应，并及时给予针对性处理。

本研究还发现心血管事件组吸烟率高于无心血

管事件组，且吸烟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素。已有研究提出精神分裂症的高吸烟率是一种“自

我治疗”［11］。琚明亮等［12］研究发现，吸烟可能改善

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改善认知功能障碍；减轻抗

精神病药物浓度，减少高血药浓度引起的心血管损

伤等。但不可否认吸烟对人体危害是多方面的，多

数学者认为，吸烟是血管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其机制为吸烟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紊乱、脂质代谢

异常、氧化应激、炎性；吸烟患者常伴随食欲下降、

缺乏锻炼等现象［13］。基于吸烟对改善精神分类阴性

症状的改善作用，临床学者可根据精神分裂症与烟

草中尼古丁依赖的机制，开发新型治疗药物，解决

长期吸烟的危害。

综上所述，吸烟史、BMI、FPG、TC、抗精神

病药物是慢性精神分裂症诱导性心血管事件的独立

危险因素，而高 HDL-C 为保护因素。因此，临床治

疗慢性精神分裂症时，应密切关注血脂、血糖、BMI

等变化，采取综合治疗，如：饮食干预、健康教育、

运动疗法等，减少慢性精神分裂症诱导性心血管事

件的危险因素。但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的分析，查阅

住院及门诊病例来研究，样本量受到历史资料质量

的限制，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此外，总体样本年龄层偏大，慢性精神分裂症出现

心血管事件是否受到年龄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和追踪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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